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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友林 李思祁 周耀军

从进京信访、 群体性上访
频发、 集体经济几乎为零的重
点整治村，到荣获区级文明村、
平安村、 乡村振兴示范村等荣
誉称号，连续 3 年保持信访“三
无村”。 永州市零陵区灵峰村的
蝶变， 是从原烟竹铺村和原灵
峰村合并开始的。

召开党务村务民主协商监
督月例会、建立辅警工作站、组
建“五老”调解队伍……3 年来，
灵峰村的生动实践得到肯定 ，
今年 6 月， 零陵区入选永州市
域社会治理创新唯一试点县
区， 灵峰村成为零陵区首个市
域社会治理试点村。

大事小事“会上议”
位于零陵城区北郊的原烟

竹铺村和原灵峰村 ， 靠近 322
国道，距离城区仅 7 公里，一直
以来征地拆迁、山林权属、集体
资产分配等各类矛盾纠纷较
多，信访量居高不下，社会治安
管控难度大。

2017 年两村合并， 人口达
到 2830 人 ，复杂的社情民意给
治理工作带来了极大压力 。 新
建村级服务平台时， 两村村民
更是多次阻挠施工， 群众与干
部的关系一度降到“冰点”。

为突破这个 “冰点 ”，2017
年下旬，在区纪委牵头下，该村
力推民主监督、民主协商、民主
决策实践。 一场聚焦群众关注
的热点与难点、 传政策、 通民
意、排隐患、报账明的党务村务
民主协商监督月例会拉开序
幕。

民生无小事，枝叶总关情 。
为开好这个会议， 村支两委班
子成员走村入户宣传“月例会”
制度，讲解政策；带领村级民主
协商议事会成员了解村民最迫
切需要协商解决的问题； 选配
好能人 （有见识的年轻人 ）、老
人 （有声望的老党员 ）、有意见
的人（利益相关方）等群众代表
在会上进行监督。

“一开始大家并不理解 ，认
为月例会是‘假把式’做样子。 ”
为依法有据解决群众诉求 ，灵
峰村狠抓支部班子建设， 从推
进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常态化
制度化中取真经，大胆选拔、培
养、 外聘优秀年轻干部，“向兄
弟乡镇学习， 向区特聘顾问老
师学习， 不学哪来的底气回应
群众的诉求 ， 解答群众的困
惑？ ”谈起外出学习的收获时，
两鬓泛白的村党总支书记魏桂
生深有感触。

火车跑得快，全靠车头带 。
村支两委以支部为堡垒， 党小
组架支点，党员树旗帜，充分发
挥党员在“月例会”中的先锋模
范作用，通过干部带动党员，党
员带动邻里，乡贤带动群众，引

导群众对村级权力进行监督 ，
把矛盾摆到桌面上大家谈 ，及
时、依法、就地解决群众实际困
难，化解信访矛盾。

几个月后，路灯亮了 、厕所
干净了、修路也提上日程，村里
每一笔账目的来源走向都详细
记录在册， 工整地张贴在党务
村务公开栏上。 灵峰村有目共
睹的改变， 打掉了干群之间的
“隔心墙”，结果不言而喻，乡亲
们开始跟上村支两委班子的步伐。

村容村貌的改善激发了大
家的干劲， 村支两委带领村民
把目光投向招商引资上。 灵峰
村交通便利、地理位置优越，本
该成为投资商手中“香饽饽”的
土地， 却因几年前村民收益分
配意见不一、 闹事等纠纷而一
度无人问津。

观念一变天地宽 。 如今在
党支部的带领下， 村民们遇事
就开 “月例会 ”，把问题晒在阳
光下，心结摊在桌面上，化解矛
盾，聚成合力。 在一次次开会、
讨论 、投票中 ，开发多少地 ，怎
么开发，预估有多少回报，怎么
运营风险最小？ 全由村民自己
说了算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2018 年，
该村首个村级集体经济———仓
储物流厂房拔地而起，安泰、海

腾等混凝土公司纷纷在此投资
建厂， 清水塘水上乐园更是成
了市民夏季必打卡的 “清凉之
地”。

“我们彭家组一共 150 人 ，
现在租出去的地一年收入差不
多有 50 万元，这要放在以前想
都不敢想。 ” 谈起村组里的收
入， 彭家组村民彭大哥脸上掩
不住笑意。

3 年来，灵峰村共引进各类
企业 10 家，建设农家乐 19 家 ，
解决村民就业 300 多人 ， 村级
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8 万元 ；连
续 3 年保持信访 “三无村”，荣
获区级文明村、平安村、乡村振
兴示范村等荣誉称号。

一村一辅警打造治安新高地
如何将治安管控工作触角

延伸到“最末梢”？ 如何让基层
矛盾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？
2018 年 12 月，零陵区全面实施
“113”工程 ，按照 “本村人管本
村事”的原则，每个村建立辅警
工作站，配备 1 名辅警任站长 、
1 名联村民警和 3 至 8 名义警，
人员全部从本村选聘， 动员多
方力量提升村级治安防范和处
置能力。

走进灵峰村辅警工作站 ，
首先引人注意的是门口公示栏

上的内容：“门楼组的人将我种
的枣子树和柑子树挖死了 ，请
速来处置。 ”

矛盾起因是刘跃林在刘上
组和门楼组山林权属界线附近
种了几棵果树， 因年代久远界
限不清晰， 住在附近的门楼组
村民唐仲华坚持认为刘跃林种
树的土地归门楼组所属， 在刘
跃林不知情的情况下砍倒了果
树。

在调解现场， 在两村组村
民的见证下， 辅警用测量工具
从西边田坡李子树到东边田坡
取中线， 中线南边为门楼组山
林，北边为刘上组的土地，并做
好记号。 事后，门楼组的唐仲华
向刘跃林表达了歉意， 并同意
刘跃林继续使用该地， 短短一
个小时， 这场山林权属纠纷就
处理完毕。

“我不和他吵也不和他闹 ，
反正有事我就去辅警工作站找
张敏。 ”刘跃林说，以前发生这
种事，他可能会忍不住“上火”，
依托村里的辅警工作站， 现在
不论大小事他都非常“淡定”。

刘跃林口中活跃在矛盾纠
纷调解一线的张敏， 是灵峰村
辅警工作站的一名辅警， 平日
里， 只要是能让老百姓们更平
安、更幸福的事，都能看见辅警
的身影。

疫情期间 ， 他们第一时间
奔赴防疫一线， 深入村组和人
员聚集场所发放宣传资料 、进
行疫情防控宣传， 劝离聚众赌
博人员，对村民进行体温测量，
帮助居家隔离户送消毒水和生
活用品；夜幕降临，他们带领治
保会队伍化身一束束 “平安
灯 ”；暴雨过后 ，马路上留下的
是他们处理路面障碍、 劝导文
明出行的背影……

“以前村里经常有偷鸡摸
狗的事， 现在基本上没人敢做
这种事了。 ”村民张大姐说。

2019 年以来， 灵峰村辅警
工作站共调解民事纠纷矛盾 40

余起， 农村道路劝导不安全事
件 600 余起 ， 协助派出所完成
重点人员管控、信息采集、办案
50 余次，如今的灵峰村，基本实
现了 “小事不出村、 矛盾不上
交、平安不出事”。

社会化多元参与基层治理
推动多元解纷 、 建设平安

乡村，不能单靠一家唱独角戏。
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
理格局， 灵峰村充分调动热爱
乡村建设、 热心平安建设的村
内外人士， 形成社会化多元参
与基层治理的合力。

一方面， 灵峰村组建老干
部、老党员、老教师、老组长、热
心老人———“五老” 调解队伍，
发挥 “五老 ”人员情况明 、离得
近、懂政策、威望高的桥梁和纽
带作用， 对村人民调解委员会
委托调解或村民约请调解的纠
纷 ，及时上门调解 ；在村里 ，按
照就近 、便利 、自愿的原则 ，将
相邻居住的 10 户左右村户组
成一个联防群组， 遇到各种突
发事件、危难困难时，日常进行
邻里互助、亲友互帮。

另一方面， 对于一些涉及
到心理救助、婚姻调解、法律知
识等村民们有心无力的专业事
项， 零陵区组建了由青年志愿
者、心理辅导志愿者、教育志愿
者、 法律援助志愿者等组成的
平安志愿者服务队， 参与到村
里平安建设、 关爱关怀等各项
工作中 ， 为村民提供法治 ，德
治，自治及智治服务，引导群众
人人参与社会治理。

“你们签了调解协议书 ，
有了约定 ，就要遵守 。 以后两
人在相处过程中 ， 女方李顺
英不能无中生有 ， 说一些故
意伤人自尊的话 ， 男方张木松
对于家庭经济往来情况要和李
顺英商量，不能酗酒滋事。 ”心理
辅导室里， 心理指导师伍玲一
针见血地指出两人的问题 ，原
本剑拔弩张的夫妻俩听了劝说
后安静了下来， 签下调解协议
书。

“他们两口子经常因为小
事吵架，闹到村里解决不了，又
闹到派出所， 自从小伍老师给
他们调解后， 再也没来村里闹
了。 ”提起每周三来村里坐班的
心理指导师伍玲， 村干部刘永
忠赞不绝口。

心理辅导室、图书室、儿童
心理健康关爱室、四点半课堂、
十佳文明户评比活动……这些
精神文明建设的 “灯塔 ”，内化
为社会治理有序惠民的动力 ，
不断引领着政府治理与群众自
治的良性互动。

魏桂生满怀信心地表示 ：
“我们灵峰村今后的重点，就是
要积极号召广大党员和群众参
与到乡村治理中来， 实现自我
教育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。 ”

灵峰村看蝶变
———着力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零陵实践①

党务村务民主协商监督月例会。

辅警在调解门楼组与刘上组的山林土地权属纠纷。


